
第35届四川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省青少年科学影像节获奖名单（科普动画）
序
号

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作者姓名 辅导教师 所在学校
所在
市州

获奖
等级

1 SCAD10016 可怕的呼噜声 科普动画 雷浩、孙雨菲、杨卓熹 赵远刚、陈晓瑞 达州市通川区第七小学校 达州市 1
2 SCCD10018 "火"不单行,防患未"燃" 科普动画 彭玥安、杨雪樱 罗小明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遂宁市 1
3 SCAD10013 流感肆虐，你中招了吗? 科普动画 涂懿轩 何义君、李春平 射洪市第一小学校 遂宁市 1
4 SCCD10004 照片，你真的“删除”了吗？ 科普动画 陈梦、文章 胡文锋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达州市 1
5 SCBD10003 谁动了我的象牙 科普动画 熊彧豪、张云杰 孟小军、张春来 四川省安岳实验中学 资阳市 1
6 SCCD10007 大树底下好乘凉 科普动画 陈彥羽、郭代鹏、杨莹 蒋斌、张涛 四川省安岳实验中学 资阳市 1
7 SCBD10008 避震手册 科普动画 欧敏财、刘艾淋、王瑞 沈伦友 宜宾市叙州区泥南镇初级中学校 宜宾市 1
8 SCBD10011 小车的“金钟罩” 科普动画 樊礼玮、唐宁泽 罗小明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遂宁市 2
9 SCAD10001 预防食物中毒 科普动画 李欣怡 林李、叶春 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共乐镇东阳小学校 宜宾市 2
10 SCAD10014 长胡子的玉米 科普动画 张寅芮、贾子睿、谢明成 舒燕 沐川县第二实验小学 乐山市 2
11 SCCD10016 我从哪儿来 科普动画 李小龙 陈海洪 四川省大英县育才中学 遂宁市 2
12 SCAD10026 冰糕为什么会冒气 科普动画 冯泉霖、李凤、苟建川 王洁、冯会容 巴中市巴州区曾口镇中心小学 巴中市 2
13 SCAD10027 地球 我们重新开始 科普动画 汪小俊、席煜琦、陈博韬 汪俊、张莉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学校 遂宁市 2
14 SCAD10029 气泡为什么是圆的 科普动画 吴厚泽 罗杰 蓬溪县下河小学校 遂宁市 2
15 SCAD10005 奇妙的天气 科普动画 潘奕贝 舒敏、潘宇 眉山市彭山县鹏利小学 眉山市 2
16 SCAD10015 无人超市 科普动画 郭峻琦、余佳峻 李会 泸州市叙永县实验小学 泸州市 2
17 SCCD10003 如果垃圾没有分类 科普动画 孙新雷 任艺 四川省大竹中学 达州市 2
18 SCAD10012 日常生活的垃圾分类 科普动画 朱军、赵彩蝶 董珊、廖健 乐山市沙湾区葫芦镇马山小学校 乐山市 2
19 SCCD10008 中国人为什么要过春节 科普动画 蒲朝东 袁露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成都市 3
20 SCCD10011 二维码 科普动画 陈渝、刘松、兰茂宁 张瀚、唐元治 四川省泸州外国语学校 泸州市 3
21 SCAD10017 垃圾分类 科普动画 雷佳欣、李慧琳 胡译丹、王琴 南江县南江镇第六小学 巴中市 3
22 SCBD10002 豆浆的独白 科普动画 魏子然、王铁程 曾婷 四川省广安市友谊中学 广安市 3
23 SCAD10018 上不了飞机的“特殊乘客” 科普动画 王若麟 周余 蜀光绿盛实验学校 自贡市 3
24 SCAD10002 24小时之地球生命 科普动画 邓诗淼 许勇 眉山市彭山区凤鸣镇灵石小学 眉山市 3

25 SCBD10004
保护植物就是保护人类——来自
“植物家族”的自述

科普动画
钱俊宇 沈世忠 四川省广安友谊中学 广安市 3

26 SCAD10028 路面上的绿光 科普动画 席煜琦、汪小俊、段俊铭 张莉、汪俊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学校 遂宁市 3
27 SCAD10003 奇妙的惯性 科普动画 杨高飞、杨世菦 张子蓉、卫复兴 宝兴县灵关中心校 雅安市 3
28 SCAD10006 癌症 科普动画 王思琪、邱俊毅、苏伟 杨建国 井研县研城镇来凤小学校 乐山市 3
29 SCCD10001 中学生疾病预防科普视频 科普动画 黄婕蕊、周英杰、朱斌燕 黄家兵、刘贞君 四川省资中县第二中学 内江市 3
30 SCCD10009 2分钟认识肾脏 科普动画 肖贤俊 冯鑫源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第一中学 成都市 3
31 SCBD10001 垃圾分类   人人有责 科普动画 何娟、张燕、李德烈 蒲文强、张青明 四川省通江县第三中学 巴中市 3
32 SCCD10019 小七说分类 科普动画 王雨翾 罗小明 遂宁绿然国际学校 遂宁市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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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 SCAD10031 在牛肚子里旅行 科普动画 李鹏举、余妍霏、刘卉楠 刘兴华、 周柳辛 宜宾市南溪区罗龙实验小学 宜宾市 3
34 SCAD10025 各归各类 科普动画 何宜昊、张承俊 杨晨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 绵阳市 3
35 SCCD10015 我们的希望 科普动画 肖金花、魏进、刘昌鑫 谭本国、陈道江 四川省开江县职业中学 达州市 3

36 SCCD10020
受精卵形成记

科普动画
郭芸志 张永、吴燕茹

四川省资阳中学、四川省资阳外国语实
验学校 资阳市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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